
摘要

Dassault Systèmes SolidWorks Corp. 在不断深化其让参与产品开发过程的每个人都能发挥 3D 的威力的宗旨。
SolidWorks Premium 设计和分析工具套件有助于弥补产品设计人员与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之间的隔阂，从而消除
不同设计系统的低效性，并革新设计过程。

SoliDWorkS Premium 成为消费产

品设计人员最佳选择的十大原因

白 皮 书



简介

在产品设计行业，为成功设计并制造消费产品，对机械 CAD (mCAD) 工具的需
求很大。作为消费产品设计人员，您的需求及可交付成果与进行机器和装备设
计的机械工程师大相径庭。实际上，与他们相比，您经常需要使用更复杂的建
模功能。认识到您的设计理念可能需要更改或者落选时，您必须能够快速创建
和修改您的设计。在确定了诸多因素和规格后，mCAD 工具可有效地适应某些
变化。但如果您的设计理念不断变化，概念性的改变会使 mCAD 系统陷入瘫痪。
因此，多数产品设计人员仍宁愿使用笔和纸构思并用泡沫和粘土制作模型， 
而不愿使用 mCAD 软件进行构思。对于具有绘画及雕刻天赋的设计人员，
这些传统工具通常比基于计算机的工具更加有效。

目前，mCAD 行业中许多研究项目的重点是在设计过程的早期阶段捕获设计
意图，从而缩短产品设计周期以及上市时间。设计意图对于成功生产及制造产
品是至关重要的，DS SolidWorks 不仅在解决这一难题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而且在简化整个设计过程方面也成绩斐然。因此，SolidWorks® Premium 软件
可帮助您轻松构思并实现您的设计。

在纸上绘制草图始终都是捕获最初创意供其他人了解的普遍方法。然而草图的
作者通常会比其他人更理解图中的含义。如果将草图作为参考，想象力便成为
使特定创意更加形象、更加具体的催化剂。在设计阶段的早期使用 SolidWorks
软件，您可以更好地向其他人传达您的创意。

1. 草图图片及导入几何体

使用 SolidWorks 草图图片，您可以成功地将手绘草图中重要的参考及细节传
递到 SolidWorks 建模环境中。SolidWorks 草图图片允许您在 2D 草图基准面
上打开扫描的草图或图像文件，并与其他 2D 和 3D 几何体一同显示。加载后，
您可以轻松地缩放、旋转甚至镜像设计草图。由于只有草图的手绘区域（笔墨
区域）比较重要，因此当您以 3D 形式直观显示时，此区域周围的白色区域是
一种障碍。不过，SolidWorks 草图图片使您能够将这些白色区域变为透明状态。
您可以使用文件的内置透明度，也可以对草图的颜色进行采样，从而定义那些
应变为透明的区域。此外，您还能够设置整个草图的透明度。在您绘制新曲线
的草图时，SolidWorks 草图图片可提供有关原始手绘草图中重要细节的清晰参
照，以极为直观的显示效果展现给整个设计团队。

围绕原始图像的白色区域可以变成透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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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anTo3D

设计概念最初通常都是模型车间里制作的一个物理模型，用泡沫、木头或粘土
模型来表达设计意图的要旨，而不是在计算机上表达构思。因为这些模型将成
为您从中做出最终设计选择的设计概念参照，所以在转换为 3D CAD 模型时
一定不能丢失这些模型。使用 SolidWorks Premium 软件中的 ScanTo3D 实用
工具，您可以直接在 SolidWorks 窗口中打开扫描数据。然后，您就可以直接参
考这些数据（点云或网格）以构建曲面和实体模型。其中还包括两个向导工具，
一个用于清理、修复和定向网格；另一个用于将网格转换为曲面或实体模型。
当您将此功能与 Nextengine® Desktop 3D Scanner™ 配合使用时，您会获得一个
完整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可用来从模型和原型中捕获设计意图。

某些在模型车间里雕刻出来的模型形状却很难在 CAD 中建模。例如，一顶镶
有金色叶片的华丽王冠，一般只需花几个小时即可雕刻成功，而要在曲面或实
体模型系统中为其建模，即使花不了数周也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 
如果采用 ScanTo3D，您就可以使用 Desktop 3D Scanner 直接扫描模塑部分，
网格将会立即显示在 SolidWorks 窗口中。此时，网格就成为了重要的 3D 参考。
您可以在网格上直接绘制 2D 和 3D 草图，以推断网格顶点。

完成这些 2D 和 3D 草图曲线的创建以后，您就可以使用标准的 SolidWorks 
曲面功能来重新创建模塑曲面并最终将其变为实体模型。同时，ScanTo3D 
还提供了一个曲面向导，可自动地通过一步操作将网格转换成实体模型。您也 
可以将网格分割为若干子网格并从这些子网格中提取面。总之，ScanTo3D 和 
Desktop 3DScanner 能够帮助您大幅减少从实际对象转换为虚拟对象所花费
的时间。

2D 和 3D 草图可以直接出现在扫描的网格上。

3. 2D 及 3D 草图样条曲线

将手绘草图视图定位到 SolidWorks 零件中后，您便获得了用于创建曲线几何体
的图形参考，这将成为定义设计概念的三维曲面的草图实体。SolidWorks 软件
提供了一个在平面（即 2D 草图）及三维空间（即 3D 草图）中绘制草图的强大
环境。与其他曲面建模软件不同，许多 SolidWorks 2D 草图实体可在 3D草图环
境中使用，并且包含了几乎所有的 2D 草图中的优势，包括几何关系、尺寸标
注基准面和构造几何体。

最近改进的 SolidWorks 样条曲线技术不仅囊括了其他系统所具有的全部控制
功能和易用性，而且还提供了比竞争对手更胜一筹的增值的参数功能。例如， 
您可以绘制 2D 或 3D 样条曲线，然后将其与其他几何体或曲面参考对齐，从而
应用使相邻的边线相切或 C2（曲率连续）的条件。您还可以将切线的“张弛度”
正确标注在样条曲线控标及其向量角上。曲率分析显示有助于构建高质量的样
条曲线，从而获得高质量的曲面。

SolidWorks Premium 成为消费产品设计人员最佳选择的十大原因      3



显示的草图样条曲线带有控标控制约束，因此您可以标注样条曲线点的相切长度及角向量。

4. 带有引导控制的扫描曲面

创建曲线后，SolidWorks 软件会提供大量可在这些曲线之间填充的曲面特征。
本文描述的大多数特征均可作为曲面或实体特征来实现。扫描特征尤其有用。
与需要大量横截面来定义形状的传统放样曲面不同，扫描特征只需要一个横截
面外加一条作为其引导路径的曲线即可。当与多个路径（即引导线）相结合时，
扫描特征会变得非常强大。由于扫描特征能够进行复杂的横截面转换，因此可
节省时间并避免额外的工作。通过沿用主形状的样式和轮廓线，而不是将焦点
集中在横截面上，扫描特征还有助于您与设计意图保持一致。

通过利用多个路径进行扫描，引导线可轻松生成复杂的形状。

5. 填充曲面

填充曲面无疑是 SolidWorks Premium 软件中最有价值的高级建模特征。有时，
您可能要创建在视觉上非常美观但从几何学上极难实现的设计。这些困难在现
实环境中似乎很容易解决，但在基于 NurBS 的建模环境中却非常复杂。

例如，考虑一张在五个角上伸展的曲面。我们用四边的毯子打一个比方，这会
很容易理解。毯子上有四个角，四个人分别拽住一个角来拉伸毯子。但如果 
毯子上多了一个角，而没有人来拽住这个角，您就无法均匀地拉伸这条毯子。 
业内将这种类型的曲面称为“n 边”曲面片，这是一种能够在任何数目的边
 （术语“n 边”即由此而来）之间平滑填充并且同时能够与周围面保持相切的
曲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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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Works 填充特征是一种易于使用的曲面特征，它允许您选择任意数目的边
并在其间进行填充，并允许利用与周围面之间相切或保持 C2 连续的平滑曲面
修补此区域。此外，填充特征还使您能够放置内部曲线或点，从而改变填充的
内部形状。您甚至可以跳过您想填充的周围区域之间的小缝隙。因此，您无需
过多构建曲面并对其进行剪裁，这种做法对于不具有此能力的设计人员而言是
可接受的行业惯例。您只需构建代表初始设计意图的原始边线即可。

此 n 边区域可在多条不连续的曲线边线间实现平滑修补。

6. 边界曲面

在消费产品设计中，边界曲面是 CAD 模型中最常用的曲面特征。因此，您需
要为此主要特征提供强大的能力和多功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通常，设计人
员通过定义“样式曲线”的方式来使用此类曲面创建外部设计曲面的主体部分 
 （请参阅“2D 及 3D 草图样条曲线”）。然后，边界特征使用这些曲线构造一个
曲面片，通过插值的办法在曲线之间形成一张光滑的 B 样条曲面。这些曲面不
仅要在曲线之间尽可能光滑，而且在边界特征周围的相邻面之间也要尽可能 
光滑。为了满足此要求，SolidWorks 软件可以通过一个或两个方向上的相切或 
C2 匹配来创建边界。要更好地定义需要进行曲面造型的精确区域，您可以使用
可拖放的接头进一步构建和更改最终的曲面。通过修改曲线和拖放切线控标，
您可以动态改变曲面形状。由于您可以立即获得反馈和控制，因此可以对形状
进行微调，以符合您的准确需求。

可将多个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曲线与 C2 连续性和曲率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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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由形

在设计过程的某些阶段，您可能希望直接对形状略加修改，而不返回到重新定
义原始曲线的步骤。或者，您可能因需要创建类似手柄一样的复杂曲面，而使
用大量曲线并使用边界曲面进行调整。

自由形特征就是为这类任务而设计的，它是一种通用的“形状编辑”工具。 
使用自由形特征，您很容易通过动态地拖动曲面点来根据需要改变形状，而无
需创建草图曲线或其他预定义参考。尽管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产品都有类似的 
 “推拉”功能，但 SolidWorks 软件领先一步，它允许您明确定义需要在曲面上
拉动的位置。通过在实体表面或曲面中建立一条“控制曲线”并定义该曲线，
您可以在三重轴的任何一个方向拉动多个点以对被控制的曲面进行修改。由于
此类曲面修改是实时的且无需创建草图曲线，因此这一直观过程可立即获得 
反馈，使您了解这些更改将对最终形状产生怎样的影响。您还可以控制自由表
面的边界，使其相切或 C2 连续。另外，您还可以使用“可移动”选项实际移
动边界。自由形特征为探究和更改设计意图提供了最佳的多功能性和可控制性。

使用自由形特征，您可以将点放置在所需拉动的位置并动态地拖动曲面以更改其形状。

8. 多实体

长久以来，产品设计趋势已从简单的棱柱形转变为自由天然的形状，但多数成
功的产品设计却介于这两者之间。通过使用实体建模技术，您可以轻松创建棱
柱形，但通过这种方式不能构造更复杂的形状。因此，您需要结合两种截然不
同的技术，这称为“混合建模”。这使您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实体或曲面实体，
决定在零件的历史记录中的何时何地放置特征，以及何时使该特征变为实体。

当您需要在一个零件文件中处理多个实体形状时，SolidWorks 软件会将每一个
实体作为一个单独对象来处理。您可以隔离独特的特征，并将它们应用到一个
实体，或一次将它们应用到多个实体，并且可自由选择一个设计的各个零件将
如何相互作用。例如，您可以在一个零件文件中详细描述整个设计，并最终以
多实体来描述组成此设计的所有单个塑料零件（即上壳、下壳、电池盖等）。
由于它们位于一个零件文件中，因此可以获得对所有实体的所有参考。

由于其他大多数系统使用基于装配体的方法，因此它们无法智能地处理多个 
实体。但是，使用 SolidWorks 软件，您可以从主模型方法中大获裨益，这种方
法可以建立整体形状，并允许其驱动不同的零件。主形状中的任一更改均会反
映到每个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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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形状创建单个零部件：先将多实体派生为单独的零件，然后将它们重新装配成一个主

装配体。更改主模型时，所有更改均会传递到最终的主装配体中。

9. PhotoWorks

工模具用于以后制造产品设计，创建工模具的几何体极为重要。不过，在构造
设计以便生产制造之前，应有更重要的可交付成果。在 SolidWorks 环境中创建
设计后，您的第一个可交付成果应是可以呈现给管理团队的设计图像，供他们
用来评估和提供指导。过去，产品设计人员必须创建设计的物理原型机，然后
上色并描绘细节，再对最终模型进行拍照。PhotoWorks™ 软件为您提供了产生
逼真渲染效果及动画的必要工具，这通常比制作物理模型所需的成本更低， 
尤其在早期设计阶段更是如此。

PhotoWorks 可为机械和消费产品设计人员提供丰富的行业专用材质，并对这
些材质进行了优化以最大程度地表现真实效果。这些材质包括抛光金属、磨刷
金属、缎面金属，抛光塑料、白色高光泽塑料、半透明塑料和 mold-Tech® 
类塑料，以及反射清晰玻璃、半透明玻璃、喷沙玻璃。此外，PhotoWorks 还提
供了多种木材纹理和端纹。您只需对位于“资源”窗格中的材质执行拖放操作，
便可应用大部分此类材质。这些材质中有许多还可以在 SolidWorks 窗口中进行
动态定位、旋转和缩放。

PhotoWorks 还可提供许多完全预定义的 HDr（Hi-Dynamic range，高动态范围）
布景。您只需选择一个布景，并选择自己的材质，然后单击渲染按钮即可，其余
的工作由 SolidWorks 来完成。因为与单独使用 SolidWorks 光源相比，HDr 布景
对布景明暗效果的展现要逼真得多，所以您无需再在 SolidWorks 中定义光源。
因为人们对缩短产品设计周期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您的渲染必须能够轻松 
完成，并且可以是可预测的。使用 PhotoWorks，您和您的设计团队可以轻松
地实现自己的设计并进行验证。

PhotoWorks 材质库中添加了许多高级的材质，包括涂刷和无光泽金属、毛玻璃以及mold-Tech 
类带有纹理的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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